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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
中心 7月 7日表示，6日 24小时
内澳门新增128例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呈阳性案例。自 6 月
18日发生新一轮疫情至当日，澳
门累计核酸检测阳性案例增至
1215例。

应变协调中心表示，当前疫情
仍呈上升趋势。卫生局传染病防
控处处长梁亦好称，当局与多个研
究机构保持沟通，根据每轮全民核
酸检测结果评估随后防疫政策方
向。是否会采取更严格防疫措施
也有待评估。

壹号广场店铺7日起关闭7天

卫生局6日发出通告，命令壹
号广场所有店铺关闭7天，所有工
作人员，包括清洁、保安及装修等
人员不得上班，并须在第1、3、4和
7天接受核酸检测，重新开放前应
确保所有工作人员核酸检测结果
为阴性。

应变协调中心表示，壹号广场
数名保安受感染，有传播风险，故
要求关闭其店铺。目前涉及核酸
检测结果阳性案例的只是商场区
域的保安工作人员，为此壹号广场

当前关闭的是商场部分区域，不涉
及住宅部分。

新葡京500多人被管控

针对5日围封的新葡京酒店，
旅游局表示，目前有500多人正于
新葡京酒店管控中。市政署已对
酒店公共区域消毒，旅游局与酒店
也协调了相关人士的住宿和膳食
安排。

应变协调中心表示，经流行病
学调查和风险评估，新葡京酒店传
播风险主要在于酒店员工，因此允
许没有入住酒店的娱乐场顾客离
开，这与之前财神酒店的处理方法
大致一样。

全民检测结果是重要评估指标

梁亦好称，本轮疫情中，当局
将与不同研究机构包括钟南山院
士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分析澳
门疫情情况和防控措施效果。她
称，会根据每轮全民核酸检测结果
评估随后防疫政策，若有进一步决
定，特区政府会及时公布。她还
称，正开展的本星期第二轮全民核
酸检测结果对评估防疫政策来说
是重要指标。

坊间传闻称澳门可能“封城”或
采取“网格化管理”。警察总局警务
联络及公共关系处处长张健欣表
示，是否采取更严格管控措施需待

当局评估，若有相关措施会适时公
布。他又称，留意到市民由于忧虑
而到超市、鲜活食品店抢购食物。
他呼吁市民无须担心，以免造成人
员聚集，增加疾病传播风险。

入院病患病情稳定

卫生局表示，目前新收治的两
名需要透析的病人病情稳定，不需
要使用氧气机，只是需要定期透
析，因此在高顶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接受治疗，当局会密切监控他们的
情况。此外，另一位危重病人病情
也比较稳定。当前，有4位长者需
要使用氧气机，肺炎情况暂时不太
严重。有3位孕妇在高顶公共卫
生临床中心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
定，医疗团队将一直监测入院病患
的身体变化。

另外，在1000多例阳性案例
中，有7名小于1岁的婴幼儿、18
名2岁至3岁的幼童，由于他们未
能接种新冠疫苗，因此儿科团队在
关注他们的身体状况。

卫生局称，在逾千宗核酸阳
性案例中，绝大部分属于无症状
感染者，其医疗需求较低。超过
900宗案例正在隔离酒店作隔离，
当局根据不同医疗需求提供基本
的医疗支援，例如症状治疗或服
用中药等，目前均能很好地控制
病人的症状。

在广州市番禺海外联谊会、广州
粤澳青创科技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协会
指导下，由粤澳青创国际产业加速器、
澳门青年人创新部落主办的粤港澳台
侨青年“湾区科创名企行”活动于7月
6日顺利结束。粤港澳大湾区高校、
企业、机构等单位逾30名粤港澳台侨
青年参加本次活动，先后到粤澳青创
国际产业加速器、广汽埃安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黄埔实验室、广东环亚美
容化妆品博物馆等单位实地考察交
流。

在粤澳青创加速器展厅，考察团
参观了解“澳门青年创新创业计划”和
粤澳青创加速器服务特色、项目孵化、
创业政策、港澳台侨合作交流情况，以
及港澳特色合作渠道、中葡合作平台
的搭建运营情况。

在广汽埃安新能源科技展厅，讲
解员向考察团展示埃安产品的运行
监控系统、新能源概念车的前沿创想
和广汽埃安汽车的性能特色、新能源
技术、高智能化以及个性化订制系
统。随后，考察团走进广汽埃安生产
车间，参观汽车焊装车间、总装车间、
动力电池车间等，近距离感受汽车制

造过程，了解“全自动、一体式”智能
生产线。

在黄埔实验室，考察团参观了广
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
究院，了解纳米科技的发展历程以及
纳米技术在生物安全、人工智能、发光
照明、涂层、材料等方面的研发与应
用。考察团还参观了广东腐蚀科学与
技术创新研究院，了解腐蚀科学发展
史、各类工业环境的腐蚀案例以及高
性能涂料技术在港珠澳大桥等国家重
点工程上的应用。

在广东环亚美容化妆品博物馆，
通过对中国美容化妆史陈列主线的参
观，考察团了解了中国美容化妆文化
发展史。在环亚企业展区，考察团了
解到环亚科技公司的发展历程、主要
成果以及在技术研发、质量管理、品牌
建设、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创新。

粤澳青创加速器副总经理何彬煜
表示，“湾区科创名企行”活动为粤港
澳台侨青年提供了一个实践交流、探
索科技、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布局
及发展趋势的机会，开拓了青年的格
局与视野，促进了粤港澳台侨创新资
源的互联互动。

粤港澳台侨青年访湾区科创名企
促进粤港澳台侨创新资源互联互动

为了让澳门中学生更好地认识国
外理科学术竞赛，澳门科学与人工智
能教育学会今年4月至5月分别组织
学生参与了3场国际理化生竞赛，参赛
学生60人次。经过一系列评分，共有
21人获得奖项，3名学生获金奖。

据介绍，这3场竞赛分别为英国
生物奥林匹克、加拿大化学思维挑战
和加拿大滑铁卢牛顿物理思维挑战。
比赛皆以线下笔试形式进行，参赛学
生按所得分数在主办国划出的分数线

下决定所得的奖项。澳门21名学生
的获奖情况如下：

英国生物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银
奖的有1人、铜奖1人、优秀奖5人、入
围奖1人；

加拿大化学思维挑战竞赛中获得
金奖的有1人、银奖1人、区域优秀奖
4人；

加拿大滑铁卢牛顿物理思维挑战
竞赛中获得金奖的有2人、银奖1人、
铜奖2人、区域优秀奖2人。

澳门学生扬威国际理科赛

3名学生获金奖 21人得奖项

英国杂志《世界金融》近日公布
2022年最佳银行评选结果，中国工商
银行（澳门）凭借稳健的经营发展和领
先的金融创新获评“2022澳门地区最
佳银行”。这是工行（澳门）自2009年
成立至今第13次获此殊荣。

评委会指出，本次评奖是《世界金
融》杂志对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为实现更高层次发展目
标而不懈努力的行业领导者颁发的特
别表彰。全球银行业经营和管理方式
因为疫情的冲击面临巨大变化，包括
工作场所模式的探索和重新定义、整
体金融技术解决方案的规划和实施、
应对和解决全球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
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等。

本次《世界金融》刊登工行（澳门）
负责人有关《澳门经济多元布局与现

代金融创新》的研究性文章，就澳门现
代金融发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设、跨境理财通等热点问题以及该行
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和展
望，让全球金融从业者可以更全面了
解澳门银行业现状和发展前景，提升
该行在全球金融专业领域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

近年，工行（澳门）作为澳门本地主
流银行标杆，认真贯彻落实工行国际化
发展战略和特区政府施政方针，深入推
进澳门本地化经营和多元化布局，不断
提升产品服务能力、改革创新能力、可
持续发展能力和全面风险管理水平，实
现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的协调健康发
展，更在电子支付推广、数字银行建设、
绿色低碳转型等领域积极作为，市场竞
争力和影响力稳步提升。

经营发展稳健 金融创新领先

工行（澳门）第13次获评
澳门地区最佳银行

据澳门公共建设局消息，为配合
“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公共建设
局需进行旧莲花口岸北雨棚拆除工程，
因此，旧莲花口岸周边道路将于2022
年7月9日至2023年9月30日实施临

时交通改道措施。澳门往横琴方向，车
辆需通过轻轨莲花口岸站旁新建的车
道经莲花大桥前往横琴口岸；横琴往澳
门方向，车辆直接经莲花大桥转入莲花
路（靠近新濠影汇侧），进入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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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

旧莲花口岸周边将临时交通改道

旧莲花口岸因拆除北雨棚而实施的交通改道示意图。 澳门公共建设局供图

色彩鲜明的南欧式小屋、形象生动的
小家猫……妙趣横生的涂鸦壁画，曾成为
不少游客拍照的绝佳背景。不如趁着在家
休息的时间，一起“云”上感受一把涂鸦墙
的风采吧！今天，本栏目要为大家推荐澳
门涂鸦壁画，带大家走进涂鸦壁画的欢乐
世界。

氹仔风景巷台阶壁画

地点：氹仔旧城区风景巷
澳门文化局曾与氹仔城区文化协会合

作，邀请澳门青年艺术家黄子沣与邢丹惠
在氹仔旧城区的风景巷石质台阶上进行全
新艺术壁画创作。此次壁画描绘色彩鲜明
的南欧式小屋，与周边的矮房子有机结合，
能生动呈现出澳门的和谐共融风情。

据介绍，这幅壁画有别于较常见的建
筑物外墙壁画，它主要利用台阶的高度营
造三维效果，打破平面的局限。艺术家特
意在台阶上描绘立体小家猫，形象生动，衬
托旧城区民居的休闲气息。该壁画大大丰
富了旧城区街巷景色，串连氹仔市政花园、
嘉模圣堂及龙环葡韵等景点，呈现澳门中

葡文化风情之美。

妈阁庙前地外墙壁画

地点：妈阁庙上街
此壁画长 50 米、高 2.4 米、总面积

120平方米，以一片海洋为背景，贯穿各种
内港故事。

南光仓库外墙壁画

地点：河边新街南光仓库外墙
该项目是由澳门文化局与南光集团属

下南光物流合作，经澳门艺术家林家豪及
Anny以内港民生为主题创作。

壁画墙体分为25幅墙面，每幅长7米，
高2.2米，全长共175米。墙壁头尾两端由
鲸鱼吉祥物“贸贸”作介绍，带领途人一睹
内港1970年代的风光。沿途细看，墙上绘
有火柴盒、炮竹、渔村、渔船、亚洲汽水厂等
澳门特色，将内港昔日面貌转化为色彩斑
斓、活泼可爱的卡通风壁画。

待澳门防疫形势逐渐好转，不妨约上
三五知己，一起去澳门涂鸦壁画前打卡吧！

文/图：澳门旅游局

“云游”澳门：

涂鸦壁画的欢乐世界

南光仓库外墙壁画。妈阁庙前地外墙壁画。

氹仔风景巷石级壁画。

澳门当局表示，将视本星期全民核酸检测情况评估接下来的防疫措施。

澳门卫生局6日命令壹号广场所有店铺关闭7天。


